
台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第十七屆第 2 次理事暨第 3 次監事會議 
     

時間：109 年 12 月 20 日(星期日)下午 4 時至 5 時 30 分 

    地點：星靓點花園飯店 1 樓會議廳(台北市文山區景後街 81 號) 

    主席：理事長 戴源昌    司儀：秘書長 龍之龍    記錄：秘書 鄭羽婷 

  出席人員：理事長戴源昌。 

              副理事長-謝坤學、凌健星、劉東澍、黃璟達、康文昌。 

              常務理事-洪晉鈺、周天倫、林仁德、鄭慶麟。 

              理事-黃珮瑄、林子崴、陳國隆、黃麗玲、蕭志恒、賴建成、 

                   蘇芙萱、鄒靜雯、向士賢、詹江瑞、楊愛蓮、陳鵬旭、 

                   劉昶顯、陳鶴元、曾靖媛、尤彥斌、蘇健明、趙睿謀、 

                   黃品嬛。 

  請假人員：常務理事-顏德松 理事-周煜斌、林錦賢。 

  缺席人員：理事-胡俊華。 

    列席人員：廠商聯誼會副會長 趙淑燕。 

              候補理事-楊書林、潘怡瑄、陳智青、蘇國枋、王睿煬、張克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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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屆第 2 次理事會 

會議紀錄 

 
一、 報告本次理事會出席人數，應到人數 33 人，實際人數 29 人，符合開會 

     法定人數。 

二、 主席理事長戴源昌宣佈開會 

三、 通過本次會議議程 

四、 主席理事長戴源昌致詞 

五、 確認上次會議（第十七屆第 1 次臨時理事會）紀錄 

六、 會務報告： 

(一) 109 年 10-12 月份會務工作報告 

(二) 109 年 10-12 月份友會重要活動 

(三) 第十七屆團隊組織架構說明。 

(四) 室內設計建材物資銀行與台北市社會局合作案籌備情形。 

(五) 新會址裝修暨現會址搬遷籌備情形。 

(六) 各委員會活動報告–各委員會主委。 

七、 討論提案，共十案。 

八、 臨時動議 

九、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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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確認上次會議（第十七屆第 1 次臨時理事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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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會務報告： 

 (一) 109 年 10-12 月份會務工作報告（秘書長 龍之龍報告） 

 1.會員數: 

●一般會員：自 109 年 9 月 17 日本屆第十六屆第 14 次理監事會議之後至 109 年 12 月 

        18 日止，新入會會員共計 39 家，其中復權 4 家，停權 0 家，總計有效會員數計 1676 

        家。（109 年 10 月 15 日第 1 次理事會議時，本業有效會員數為 1633 家） 

      ●廠商會員：自第 1 次理事會後至 109 年 12 月 18 日止，新入會會員共 7 家，復權 1 家， 

        停權 1 家，總計有效會員數計 214 家。 

        （109 年 10 月 15 日第 1 次理事會議時，本業廠商會員數為 207 家） 

 2.召開本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第一次理事、監事會議： 

      ●本會第 17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於 109 年 10 月 15 日假大直典華旗艦店六樓「花田好事 

       暨盛事廳」舉行。大會應出席人數 1633 人，親自出席人數 670 人，委託出席 155 人，     

       合計 825 人，符合法定會議人數，主席孫因理事長宣布開會。會員大會出席貴賓計有： 

       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公會全國聯合會陳俊明理事長暨省聯合會、五都公會、各縣市地 

       方公會理事長暨理監事、各界貴賓等五十餘人與會。 

      ●會員大會議程依序為：主席致詞、貴賓致詞、會務報告（1.理事會工作報告－由副理事 

      長謝坤學報告 2.監事會監察報告－由監事會召集人蔣光輝報告）、討論提案（1.108 年 

      度工作報告書提請追認案 2.108 年度經費收支決算書提請追認案 3.109 年度工作計畫 

      書提請追認案 4.109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書提請追認案 5.「TAID 會員暨子女就讀室內設 

      計科系獎學金」案，以上提案均經會員大會決議通過。) 

      ●會員大會依本會章程暨人民團體選舉罷免法進行「第十七屆理監事選舉」，會員依出 

       席證、委託出席證領取理事暨監事選舉票投票。本次選舉會員以無記名連記法選舉理事  

       33席、監事 11 席；候補理事 11 席、候補監事 3 席，理監事當選名單如下： 

        〈理事當選名單〉戴源昌  謝坤學  劉東澍  周天倫  鄭慶麟  康文昌  林仁德   

                洪晉鈺  凌健星  黃璟達  顏德松  黃珮瑄  林子崴  陳國隆  黃麗玲  

                周煜斌  蕭志恒  賴建成  蘇芙萱  鄒靜雯  向士賢  詹江瑞  楊愛蓮  

                陳鵬旭  劉昶顯  陳鶴元  曾靖媛  尤彥斌  蘇健明  胡俊華  趙睿謀  

                黃品嬛  林錦賢   

         〈候補理事當選名單〉楊書林  潘怡瑄  詹世賢  周言叡  蘇國枋  陳智青 李宜鎮   

                             陳運賢  羅希聖  潘啓業 王睿煬 

         〈監事當選名單〉孫  因  凃明哲  王文清  趙志元  林  玲  田汎穎  梁淑如  

                         高豐吉  洪韡華  黃俊明 

  〈候補監事當選名單〉任柏澄  張浩凡  張克銘  

      ●第一次理事會議：於會員大會之後召開，理事 33 位出席，推派理事劉東澍為臨時主席。 

         理事會依「商業團體法」暨本會章程規定，由全體理事互選常務理事 11 席，由理事就 

         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選舉結果，常務理事選舉當選名單為：戴源昌、 

         謝坤學、劉東澍、周天倫、鄭慶麟、康文昌、林仁德、洪晉鈺、凌健星、黃璟達、 

         顏德松；理事長當選人為常務理事戴源昌。 

      ●第一次監事會議：於會員大會之後召開，監事 11 位出席，推派監事孫因為臨時主席。 

         監事會依「商業團體法」暨本會章程規定，由全體監事推選常務理事 3 席，由監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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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務監事中，推選一人為召集人。推舉結果，常務監事當選名單為：孫因、凃明哲、 

         趙志元；監事會召集人為常務監事孫因。 

      ●當晚六時三十分舉行會員聯誼晚宴，同時舉行第 16 屆理事長暨第 17 屆理事長交接 

         典禮，第 17 屆理監事宣誓典禮，本會會員暨各界來賓五百餘位出席晚宴。 

   3.召開臨時理事會議： 

      ●第十七屆第 1 次臨時理事會議於 109 年 11 月 25 日召開，理事 28 人出席，理事長戴源 

昌主持。 

●會議討論暨通過：第 17 屆團隊組織架構案、新會址租用暨搬遷裝修案、新會址 

搬遷裝修暨所需建材傢具募集案、第 17 屆第 1 次團發會議召開時間暨地點案、第 17 屆理 

監事名片設計款式案、臺南市室裝商業同業公會 2020 年度設計展「有閒來坐」邀請本會 

推薦參展作品補助費用案。 

 4.「臺北市建築物微型室內裝修簽署人員培訓講習」: 

      ●於實踐大學開班，各梯次日期與學員人數列表如下。 

梯次 舉辦日期 學員人數 備註 

第 1-9梯 109/11/14(六)-15(日) 81   

第 1-10梯 109/11/21(六)-22(日) 0 報名不足額，併入下梯次 

第 1-11梯 109/12/12(六)-13(日) 80   

      ●109 年本會接受臺北市都發局委託「臺北市建築物微型室內裝修簽署人員培訓講習」，  

        業已辦理完畢，110 年開班時間及地點，另行公告。 

   5.會員廠商大金空調拜會公會： 

      109 年 11 月 12 日大金空調商用開發部部長劉士銘、經理郭豐榮拜會公會，理事長戴源昌 

、秘書長龍之龍接待。戴理事長說明本會將加強廠商會員與室內設計師會員交流與互動 

，歡迎大金參加。劉部長表示將全力贊助公會新會址空調設備更新，也同時盛情邀請戴 

理事長偕同理監事幹部團隊與會員參加 110 年大金空調產品發表會。 

   6.2020 台北國際建材家具大展： 

      109年 11月 12日於台北世貿一館盛大開幕。本會由劉東澍大本會由副理事長劉東澍率隊， 

      帶領公關委員會主委蘇芙萱與理事陳國隆、蘇健明以及監事林忠良，組成「TAID加油團」 

      前往本次參展的 8家廠商會員攤位讚聲打氣。 

   7.參訪廠商會員太格地材： 

      109 年 11 月 18 日理事長戴源昌偕同候補理事蘇國枋、委員林國平前往林口太格地材總部 

      參訪，與太格總經理鄭中民相談甚歡，針對日後公會與之合作，商議出諸多創想計畫。 

   8.退輔會設計專班學員校外參訪廠商會員： 

      109 年 12 月 8 日由媒體暨公關委員會主委蘇芙萱理事代表本會安排退輔會設計專班學員 

      至多家廠商會員公司進行校外參訪。當天分別前往凱薩衛浴旗艦展示中心、冠軍磁磚、 

      台北設計建材中心逐一參觀。不但學員與廠商代表交流密切，收穫滿滿。 

   9.2020 台北國際建築建材產品展： 

      109 年 12 月 10 日，2020 第 32 屆台北國際建築建材大展於南港展覽館舉行，本會由副理 

事長黃璟達、秘書長龍之龍代表出席開幕典禮。開幕當日本會由五位副理事長暨理監事團 

隊組成三組加油團，分別前往大展之本會廠商會員各展示攤位，慰勉廠商會員參展辛勞及 

打氣，同時參觀廠商會員之新產品與新工法。 

   10.招標工程： 

      109 年 9 月 15 日至 12 月 18 日止，公會蒐整各公民營機關企業與室內設計有關招標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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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計 549 件，均即時以電子報方式轉知會員運用。 

  11.鑑定案件： 

      109 年 9 月 15 日至 12 月 18 日止，共接受法院委託辦理鑑定案計 8 件，退件案件計 0 件。 

   12.一般會務： 

●109 年 9 月 15 日至 12 月 18 日，秘書處計收辦公文 93 件，發文 78 件；轉發各類資訊

郵件：活動資訊 10 件，政府公文 2 件，廠商會員 4 件。 

●協辦換證回訓講習：全國聯合會主辦之換證回訓講習，講習地點為中國科技大學。 

本會負責現場服務工作，各梯次日期與學員人數列表如下。 

梯  次 上課日期 學員人數 

第 4-17梯   109/10/30(五)、31(六)、11/1(日) 78 

第 4-19梯   109/12/18(五)、19(六)、20(日) 80 

13.會址租約續約一個月： 

      本會目前會所 109 年租約於 10 月 31 日屆滿，房屋所有權人聖公會通知收回房屋。因應新 

      會所裝修時間需要，聖公會同意本會於 12 月 31 日以現況交還房屋；雙方業已辦理房屋續 

      約公證事宜。 

   14.會址搬遷： 

      ●秘書處依會務發展委員會規劃，配合新會所完工，將於 109 年 12 月 28 日搬遷。 

      ●經請各搬家公司比價，公會委請安信搬家公司負責搬家事宜。公會搬遷完畢後，將清理 

        完畢廢棄物品，將目前會址交還聖公會。 

 

 (二) 109 年 10-12 月份友會重要活動（秘書長 龍之龍報告） 

      ●10 月份 

      10 月 17 日台北市冷凍空調技師公會第十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四十周年慶感恩晚會 

      10 月 21 日中華工程仲裁協會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10 月 23 日 TAIDM 台中設計週 

      ●11 月份 

      11 月 7 日安怡木業新北展示中心開幕 

      11 月 12 日經濟日報-台北國際建材家具大展開幕典禮 

      11 月 13 日台灣室內設計裝飾協會 成立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理監事選舉 

      11 月 20 日台灣病態建築診斷協會第四屆第二、三次會員大會 

      ●12 月份 

12 月 4 日彰化縣公會第 15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 

12 月 10-13 日 2020 第 32 屆台北國際建築建材暨產品展 

12 月 10 日全聯會-金創獎頒獎典禮 

12 月 11 日全聯會-第十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12 月 11 日台灣室內設計專技協會第 10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 

12 月 11 日有閒來坐座俱 設計展 

12 月 17 日台中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第 16 屆第 3 次大會 

12 月 18 日新北市公會第 11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 

12 月 18 日凱撒衛浴 35 週年慶 

      ●上述活動本會除致贈各友會花籃表達祝賀之意，理事長視公務狀況出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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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監事代表出席情形如下：  

友    會 日 期 抽籤出席理監事 參加活動理監事 

台灣室內設計裝飾協會 11 月 13 日  副理事長凌健星 

台灣病態建築診斷協會 11 月 20 日  副理事長黃璟達 

彰化縣公會 12 月 04 日  
常務理事鄭慶麟 
理事蕭志恒 

全聯會會員大會 12 月 11 日  會員代表 

台灣室內設計專技協會 12 月 11 日 理事蘇健明、鄒靜雯 理事蘇健明、鄒靜雯 

台中市公會 12 月 17 日 
理事長戴源昌 

理事陳鵬旭、劉昶顯 

副理事長劉東澍 
理事黃品嬛、監事林玲 

新北市公會 12 月 18 日 
理事長戴源昌  

常務理事洪晉鈺、理事蘇芙萱 

副理事長凌健星 

常務理事洪晉鈺、理事蘇芙萱  
 

 

 (三)第十七屆團隊組織架構說明。（會務發展委員會主委 陳國隆報告） 

（組織架構圖詳見附件一） 

 

 (四)室內設計建材物資銀行與台北市社會局合作案籌備情形 
        （室內設計建材物資銀行執行長 周煜斌報告） 

 

 (五)新會址裝修暨現會址搬遷籌備情形。（會務發展委員會主委 陳國隆報告） 
 109年 12月 28現會址進行搬遷。 

 110年 1月 4日新會址舉行「入厝拜拜暨喬遷之喜茶會」，以及「感恩相挺晚宴」， 

向本次贊助廠商表達謝意。 

 新會址裝修工程贊助廠商一覽表（詳見附件二） 

 

 (六)各委員會活動報告–各委員會主委（報告順序如下） 

             1.會務發展委員會      2.調解暨鑑定委員會   3.法規暨室裝審查委員會  

             4.專業教育訓練委員會  5.會員服務委員會     6.廠商交流委員會  

             7.媒體暨公關委員會    8.科技資訊委員會     9.國際交流委員會  

            10.產業發展委員會  

 註：若各委員會已有決議並於團發會報告完畢，請大家參閱決議內容。若無，則請逐一一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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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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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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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討論提案，共十案： 

【第一案】 

案由：39 家新入會會員資格審查案，請審查。（提案人：會員服務委員會主委 周天倫） 

說明：一、依據本會章程第七條：本業公司、行號申請加入本會時，須填送入會申請書一份 

            及有關證照影印本各二份，並繳納入會費及一年常年會費，經理事會審查合格後， 

            始得為本會會員。 

        二、自 109 年 9 月 17 日第十六屆第 14 次理監事會議後，迄今計有：39 家申請入會。 

包括：共做設計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北約克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劼芮設 

計室內裝修工程行、安然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日恆設計室內裝修有限公司、貝森 

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宅宅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台灣美和儀器室內裝修股份 

有限公司、程奕室內裝修設計、豐謙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永緒室內裝修設計有限 

公司、清漾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德鴻室內裝修有限公司、璽曜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 

司、佳品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有種設計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上上室內裝修設計有限 

公司、億亞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心向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果田田果室內裝修有 

限公司、十晴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乾峰室內裝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廣隆室內裝修 

有限公司、十一設計室內裝修有限公司、維豐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妍華室 

內裝修企業有限公司、程奕室內裝修國際有限公司、空間衍藝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 

限公司、鳴海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創客國際室內裝修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禾渼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方森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柒玥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潤澤明亮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昕辰設計室內裝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禾寓室內 

裝修工程有限公司、引路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德寬室內裝修企業有限公司、 

摩利橡樹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三、上述新入會廠商資格經初審完畢，符合規定且費用繳清，完成會員入會手續。 

辦法：審查通過後，列冊報台北市社會局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由：本會 109 年 9-11 月份財務對照表案，請審查。（提案人：財務主委 黃珮瑄） 

說明：一、依據「工商團體財務處理辦法」辦理。 

二、本會 109 年 9-11 月份財務對照表，業依規定編列完成。（詳見附件三） 

辦法：請審查，通過後本案併入 109 年度決算。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案由：109 年預算科目「預備金」，轉為新會所裝修準備金案，請討論。 

       （提案人：財務主委 黃珮瑄） 

說明：一、109 年公會預算科目「裝修準備金」現餘 117 萬餘元；歷屆論壇結餘款 70 萬餘元 

          ，旅遊參訪結餘款 48 萬餘元，各委員會結餘款 50 萬餘元及 109 年結餘款。 

        二、經本屆臨時理事會決議，新會址搬遷至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1 號七、八樓，裝修 

            費用預估使用 450 萬元。 

        三、承上，因 109 年度預算科目中「預備金」金額不足，建議說明一之各款項轉為 

            新會址裝修準備金使用。 

辦法：依決議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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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案由：「110 年度工作計畫書（草案）」，請審查。（提案人：會務發展委員會主委 陳國隆） 

  說明：一、依據「工商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十二條：工商團體應於年度開始前二個月，  

            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書及收支預算表，送監事會（或監事）審核，填具審 

            核意見書，提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於年度開始前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二、依上開規定，秘書處編製完成「110 年度工作計畫書（草案）」（詳見附件四）。 

  辦法：「110 年度工作計畫書（草案）」陳報台北市社會局暨提交第十七屆第 2 次會員大會 

        追認。 

  決議：照案通過，如需增加項目可用書面提交理事會進行討論。 

【第五案】 

  案由：「110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書（草案）」，請審查。（提案人：財務主委 黃珮瑄） 

  說明： 一、依據「工商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十二條，公會 110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書暨預估 

  110 年度經費收支與會務業務實際需要辦理。 

         二、「110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書（草案）」業依規定製作完成（詳見附件五）。 

  辦法：「110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書（草案）」陳報社會局暨提第十七屆第 2 次會員大會追認。  

  決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 

  案由：第十七屆第 2 次會員大會舉辦時間案，請討論。 

        （提案人：會務發展委員會主委 陳國隆） 

  說明：一、會員大會原固定於 6 月份舉辦，109 年度因疫情影響，第十七屆第 1 次會員大會暨 

            選舉延至 10 月 15 日舉行。依據公會章程第二十九條所述，理監事之任期為三年， 

            故第十七屆當選證書期間係自 109 年 10 月 15 日至 112 年 10 月 14 日止。 

        二、承上，提議本屆第 2 次會員大會舉辦時間為 110 年 10 月份；下屆會員大會暨理監 

            事改選時間訂為 112 年 10 月中旬。 

  辦法：依決議辦理。 

  決議：依團隊發展會議決議於 10 月 15 日召開會議。 

【第七案】 

  案由：「110 年度行事曆（草案）」，請討論。（提案人：會務發展委員會主委 陳國隆） 

  說明：一、秘書處綜整本會各委員會所提列之 110 年工作計畫書、活動項目暨友會活動，完成 

            「110 年度行事曆（草案）」（詳見附件六）。 

        二、「110 年度行事曆（草案）」經本次理監事會議討論後，各委員會若有增加之活動， 

             請提經理監事會議討論暨決議後，再行辦理。 

  辦法：「110 年度行事曆」由秘書處納入工作管制，以及於公會官網公布。 

  決議：修正後，於理監事會議群組及官網公告。 

【第八案】 

  案由：本會 109 年會務人員度年終考核暨續聘案，請討論。 

        （提案人：會務發展委員會主委 陳國隆） 

  說明：一、依本會會務工作人員服務規則第七章所訂，應辦理會務工作人員 109 年年終考核。 

        二、結合本次理監事會議，請理監事協助對會務工作人員實施年終考核初評，再由 

            理事長進行覆評。 

        三、本會依覆評結果辦理會務工作人員 109 年度考績獎金發放，考績合格人員將辦理 

            110 年續聘作業。(聘用時間：11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辦法：依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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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請理監事填寫會務人員考核表，再由理事長將進行覆評，依上述考核結果進行考績獎金 

        發放及續聘作業。 

【第九案】 

  案由：本會新任秘書長晉用案，請討論。（提案人：會務發展委員會主委 陳國隆） 

  說明：一、本會秘書處秘書長龍之龍其任期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屆滿離職。 

  二、秘書處副秘書長孔慶霞學經歷完整，具有豐富社團會務經驗；自任職以來，全力 

      投入會務工作，且對會務事項運作嫻熟，表現優異。故秘書長一職建議由孔慶霞 

      副祕書長擔任，自 110 年 1 月 1 日生效。（孔慶霞履歷資料，詳見附件七﹚ 

辦法：依決議將新任秘書長人事案陳報台北市社會局。 

決議：照案通過，陳報台北市社會局。 

【第十案】 

  案由：為了解會員實際需求，提議進行「會員意見普查」，請討論。 

        （提案人：媒體暨公關委員會主委 蘇芙萱） 

  說明：本屆因應理事長推動會務方針，各委員會提出之策略計劃與活動，務使會員有感，故 

        建議公會進行「會員意見普查」，得以進一步了解會員實際痛點與所需服務，從而提供 

        本屆未來三年各委員會政策擬定及執行之具體參考；也可做為產官學界合作方向之依 

        據。 

  辦法：對會員實施抽樣或全面市場調查，以電話訪問或 email、Google 表單方式收集資料，       

        再加以進行分析，供日後各委員會政策擬定及執行之具體參考。 

決議：1.由會員服務委員會及媒體暨公關委員會分攤工作項目，對會員實施全面市場方式調查， 

         提供大家辦活動之數據參考。 

       2.於下次理監事會議報告實施方向內容。 

臨時動議： 

  蘇健明理事提-鼓勵理監事推薦廠商會員獎金案，推薦獎金從一年變更為一季 

  決議：配合理監事會議時間發放，費用由廠商聯誼會支出，若有推薦廠商請廠商與秘書處陳寬 

    娥聯繫加入公會流程，並由廠商聯誼會訪視廠商公司進行審查；推薦廠商獎金對象：理 

    監事、委員、廠聯會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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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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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台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19-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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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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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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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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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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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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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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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台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27- 

【附件七】 

 

 

 

 

 

 

副秘書長孔慶霞 個人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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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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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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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第十七屆第 3 次監事會議 
     

    時間：109 年 12 月 20 日(星期日)下午 5 時 30 分至 6 時 30 分 

    地點：星靓點花園飯店 1 樓會議廳(台北市文山區景後街 81 號) 

  主席：召集人 孫 因   司儀：秘書長 龍之龍   記錄：秘書 鄭羽婷 

 出席人員：召集人孫 因。常務監事-凃明哲、趙志元。 

  監事-王文清、林 玲、田汎穎、梁淑如、高豐吉、黃俊明、林忠良。 

  列席人員：候補監事-王睿煬、張克銘。 

    請假人員：監事-洪韡華。候補監事-任柏澄、張浩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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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屆第 3 次監事會 

會議紀錄 

 
一、報告本次監事會出席人數，應到人數 11 人，實際人數 10 人，符合開會 

    法定人數。 

二、主席召集人孫因宣佈開會 

三、主席召集人孫因致詞 

四、確認上次會議（第 2 次監事會）紀錄 

五、討論事項 

(一)常務監事趙志元建議增加理監事車馬費。 

(二)常務監事趙志元建議統一各委員參加委員會數量限制或無限制數量。 

(三)監事田汎穎建議委員會招募應發公文發放全體會員，並普查會員會籍 

   資料，避免會員未收到公會資訊。 

(四)召集人孫因建議除了廠商聯誼會會員招募，本業會員也應招募會員。 

六、監事會監察意見 

建議理監事會議共同召開會議，共同討論。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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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確認上次會議（第十七屆第 2 次監事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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